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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節臨近，港人橫財夢再現。本年度六合彩
中秋金多寶攪珠將於今晚9時30分舉行，馬會預
計，若只有10元一注獨中頭獎，獎金有機會高達
8,000萬元，中獎幸運兒將可成為歷來最高中秋金
多寶獎金得主。面對巨額彩金，本港各區多間投注
站昨日均現人龍，不少市民均期望一朝致富，歡度
中秋。馬會資料顯示，近十次中秋金多寶攪珠中，
15號被攪出5次獨佔鰲頭，43號及48號亦各被攪
出4次，可稱為中秋金多寶的幸運號碼，市民可作
參考。 ■文：聶曉輝、攝：彭子文

6印度客被拒入境
即提免遣聲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事務處昨日表示，本
月16日、18日及20日於香港國際機場及中港客運碼頭
合共拒絕6名印度籍男子入境，他們於被拒絕入境後立
即提出免遣返聲請。本月16日，兩名印度旅客從印度乘
飛機經吉隆坡抵達香港國際機場，他們經入境訊問後，
因未能符合一般入境規定而在同日被拒入境。於等候遣
返期間，兩人的代表律師替他們提出免遣返聲請。
本月18日及20日分別各有兩名印度旅客從澳門經中港

客運碼頭抵港，並於抵埗前由上述同一名律師致函入境
處要求代表4人。在訊問期間，入境處發現4人曾於上月
18日在中港客運碼頭，因來港目的存疑而被拒絕入境並
遣返澳門。最後，該4名印度旅客因未能符合一般入境
規定而再度被拒入境，但隨後其代表律師立即替4人提
出免遣返聲請。

今年首8個月接228宗聲請
入境處表示，有關聲請個案現仍在處理中，入境處會
跟進調查是否有人刻意安排上述人士來港提出免遣返聲
請。聲請人於抵港時提出免遣返聲請的數字有上升趨
勢。由2013年3月3日至2014年3月2日，共收到150宗
經管制站轉介的個案；自統一審核機制於2014年3月3
日實施起至2014年底，入境處共接獲約200宗由管制站
轉介的免遣返聲請個案。今年截至8月底，相關由管制
站轉介的免遣返聲請個案為228宗，平均每月多達28.5
宗，數字明顯上升。

白田商場清拆
30商戶獲特惠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昨日宣佈深水埗白

田邨重建計劃第十期的執行細節，並於2018年4月清拆
白田商場及毗鄰的社區會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會昨亦開會通過向白田商場30個合資格商戶發放特惠津
貼，金額為租約或暫准租用證所訂明的15個月淨租金或
暫准租用證費。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合資格的商場商戶同時可選擇透

過局限性投標租用房委會街市檔位，並可獲給予3個月
免租期，或可選擇領取一筆過替代金121,000元。
房委會於2012年宣佈重建白田邨較舊的部分。為盡量

減少對當區居民造成的滋擾，房委會分期清拆有關建
築，當中部分遷出工作已經完成。第十期騰空的地盤將
興建一幢住宅大廈及附設零售設施的平台，而新社區會
堂則位於重建計劃第9期，預計於2018年落成啟用。

活化中環街市
擬棄建「綠洲」慳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道指由於活化中環街

市造價太高，市區重建局擬縮減活化規模，計劃撤銷於
建築物天台加建「漂浮綠洲」，可望將成本由約15億元
銳減近60%至約6億元，並有望最快2021年開始營運，
市建局今日會就此舉行董事會。市建局主席蘇慶和昨日
出席一個活動時透露，會議後將公佈活化中環街市的最
新方案。
市建局於2011年決定以「漂浮綠洲」為題活化中環街
市，計劃拆除中環街市的天台層，興建一個架空天台、
空中花園及泳池，當時預計成本約5億元，惟計劃拖延
多年，造價激增3倍至15億元。市建局今年5月通知負
責活化項目團體，要求重新設計，目標為5億元預算，
即要放棄在天台加建「漂浮綠洲」。
有關報道指，顧問團隊重新研究較為經濟的設計方案

後，認為可將原本「漂浮綠洲」提供的公共休憩空間，
「轉移」至中環街市中庭位置，估計可提供近800平方
米休憩空間。該報道又引述消息人士說，由於新方案不
涉及加建，因而毋須特別挖深地庫進行支撐，令工程可
去除最複雜部分，市建局最新估計造價可銳減至約6億
元，建築期亦會因此減至約4年。倘若新方案稍後順利
獲城規會支持，料最快明年可以動工，2021年開始營
運。

中秋金多寶獨中袋8000萬

上坡起𨋢 利民 路署「歎慢板」
民建聯揭4年16項目「零完工」倡「專款專用」工程交外判商

特區政府於 2010 年根據受惠區域人
口、長者數目及高度差距，公佈20

個優先興建上坡系統工程項目，至今除兩
項被剔出名單外，僅「慈雲山行人通
道」、「月華街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及
「荔景山路至瑪麗醫院升降機」3項得以落
實。不過，上述項目均非由路政署主導，
而是由市建局及醫管局等負責。其餘16個
由路政署負責的項目，大多停留於「完成
技術可行性研究」的階段。

葵盛圍升降機未完工影響5萬人
民建聯昨日以葵涌「葵盛圍至興盛路升

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為例指出，該系統
連接附近的葵盛東邨及葵聯邨居民到葵芳

地鐵站，涉及5萬人口，前者屬舊屋邨長
者比例高達70%，後者則是新入伙的屋邨
以年輕家庭為主，故此升降機系統遲遲未
落成，對不少長者及小孩構成影響。
民建聯當區社區主任巫辰冬指出，附近

有多間學校及診所，不少長者需要跨越
200級的樓梯才到達診所，以唐樓每層約
10級樓梯計算，即約有10層樓高。他又表
示，自葵聯邨被驗出食水含鉛後，居民更
多外出用膳，對該通道系統的需求更殷
切。

陳恒鑌質疑路署官僚主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有關的上

坡系統工程進度緩慢，質疑路政署官僚主

義，「完成技術可行性研究後還要設計及興
建，至少需時五六年才落成，這麼多工程一
起興建，路政署未必有能力處理。」他曾向
路政署查詢工程緩慢的原因，該署僅以工程
需時諮詢及涉跨部門回覆，「3個由其他機
構處理的項目其實亦面對同樣問題，解釋不
到路政署進度慢的原因。」
陳恒鑌希望特區政府參考2012年提出的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以「專款專用」
的方式撥款，並將設計交由外判商負責，
「人人暢道通行的成效好，比上坡系統工
程更快落實，可謂遲來先上岸。」他已去
信申訴專員公署要求跟進事件，稍後將去
信行政長官梁振英，建議當局專項撥款50
億元完成上坡系統的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香港不少社區依

山而建，居民對上樓梯或

上斜習以為常，但居於上

坡地區的長者及小孩卻飽

受不便之苦。港府於2011

年提出20項上坡系統工程

的建議，包括興建自動扶

手電梯及升降機，原是利

民之舉，但民建聯卻發現

至今4年僅3項工程得以落

實，其他項目只停留於

「已完成初步技術可行性

研究」階段，距離興建之

日遙遙無期。民建聯預

計，若照現時進度工程至

少要花上五六年才能落

成，認為負責工程的路政

署沒能力一次過處理多個

項目，冀當局能專項撥款

完成上坡系統工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對路政署沒信心，希望政府可以專項撥款的形式興建項目，加快進度。 何寶儀 攝

新社聯促推「租置」「綠置」助民安居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殷欣）
港人置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新界社
團聯會副總幹事李世榮及常務理事、
葵青區議員文裕明等一行10多人，昨
日到房委會總部請願，要求港府重推
「租置計劃」及盡快落實「綠表置
業」計劃，並保留更多新建公屋單位
予輪候家庭，幫助港人置業。

推「租置」可免搬遷 一舉兩得
新社聯10多名成員昨日趁房委會資
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開會期間，到何文
田房委會總部請願。他們手持橫額，
要求政府重推「租置計劃」，讓公屋
居民以較低的價錢購買現居單位，既
可免去額外的裝修費，亦可避免搬遷
帶來的不便，一舉兩得。
新社聯表示，歡迎政府早前提出的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出售新公屋

讓綠表家庭置業，鼓勵公屋戶流轉，
促請當局加快落實「綠表置業」計
劃，讓市民一圓置業夢。
文裕明表示，過去剛截止的免補地

價購二手居屋計劃（白居二）錄得十
多倍的申請，而且公屋輪候人士申請
特快編配計劃也反應熱烈，證明市民
有置業要求，希望政府接納他們的意
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
接收他們的請願信。
新社聯於青衣長亨邨一項調查發

現，商場外判管理制度有待改善，有
居民反映邨內的配套設施，例如鋁窗
及水龍頭殘舊，以及治安問題等。新
社聯要求當局全面更換長亨邨的鋁窗
及水龍頭，並加裝高空監察系統，以
及解決低樓層單位廁所水回湧問題，
同時應加強屋邨及商場外判管理制
度。

■■新界社團聯會要求房委會重推租置計新界社團聯會要求房委會重推租置計
劃劃，，改善屋邨管理及商場配套設施改善屋邨管理及商場配套設施。。

「貼地」九巴退役 200巴迷「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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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競爭事務委員會與
消委會昨日舉辦一個有關電力市場競爭情況的研討
會，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會後表示，電力是本港重
要的民生議題，認為開放電力市場需有長遠規劃，
促請政府盡快制定的時間表及藍圖，循序漸進開放
市場，以及在利潤管制協議有明顯的改善。她又指
出，今次是消委會首次與競委會合作就電力市場進
行討論，冀透過研究海外經驗及專家對能源效益政
策的意見，讓社會進一步討論。
黃鳳嫺指出，開放電力市場需有長遠規劃，故促

請政府盡快制定引入競爭的時間表及藍圖，循序漸
進開放市場。她又希望政府聽取市民聲音及持份者
意見，在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上引入新措施及條
款，令合約及規管架構方面有明顯改善。
出席研討會的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政策署署長
卓名宏表示，新加坡的電力市場與香港相似，兩地
主要依賴入口燃料發電，且難以發展可再生能源。
他指出，新加坡開放電力市場後，現時有6間電力公
司，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選擇，價格亦較便宜。
他續說，若不開放電力市場，就不能驗證電力公
司所投資的發電設備是否真正配合市場需要。而現
時新加坡發電組合中，天然氣佔95%，新加坡未來
計劃循不同途徑引入天然氣。

鼓勵開發風力太陽能發電
消委會競爭政策研究小組主席陳家殷致辭時指
出，香港需要為發電層面引入競爭，否則不利於消
費者利益，亦應引入更多不同的電力來源，建議港
府鼓勵開發離岸風力及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
競委會高級行政總監韋樂思則建議政府應成立獨立
諮詢機構，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後進行研究。

■競爭事務委員會與消委會昨舉辦有關電力市場競爭情況的
研討會。 鮑旻珊 攝

8月消費物價按年升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統計處昨日公

佈，今年8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2.4%，較
今年7月的2.5%稍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
措施的影響，8月份的基本通脹率為2.6%，與7月
份相若。政府發言人指出，8月份基本通脹率錄得
稍低升幅，主因是8月中有一項電力燃料費特別回
扣開始發放。
發言人表示，通脹壓力在8月份大致維持平穩，

而鑑於國際商品價格及進口價格偏軟，加上本地
成本壓力溫和，展望將來通脹上行風險於短期內

仍然有限，當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走勢，特別
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各類消費項目中，價格在本年8月份錄得按年升

幅的類別有住屋（4.4%）、外出用膳（4.3%）、
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4.1%）、雜項服務
（1.2%）、雜項物品（0.5%）及煙酒（0.4%）。
價格在今年8月份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為耐用物品
（5.7%）；電力、燃氣及水（4.6%），主因是8
月中有一項電力燃料費特別回扣開始發放；衣履
（1.8%）。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梁殷欣）為方便輪椅
使用者研發的全球首輛超
低地台的九巴巴士，昨日
行駛完尾班車後宣佈退
役。該巴士行駛的1A路
線由中秀茂坪總站開往尖
沙咀碼頭，大批巴士迷把
握機會乘坐最後一程，並
爭相拍照留念，場面熱
鬧。
為促進無障礙巴士服

務，九巴於1997年引入
該輛名為ART1、可容納
輪椅乘客的三軸超低地台
雙層巴士。九巴昨日表
示，為迎合本港需要，當
年特別要求英國的生產商
為港設計該巴士，特別之處為前
軸有下降功能，將車廂入口與地
面拉近至只有一級台階的距離，
方便輪椅乘客上落，另設輪椅斜
板及輪椅區等，是全港首部無障
礙巴士。

ART1將保留作訓練車
九巴企業業務總監陳碧君指

出，現時只餘下約500輛非低地
台的空調「白巴」，而到2017

年年中，九巴將陸續把巴士更換
為超低地台的「金巴」，發展無
障礙車隊服務本港市民。她續
說，由於該輛ART1巴士別具時
代意義，故將會保留或作訓練車
之用。
駕駛這次告別行程的車長文康

發表示，該巴士剛服役時，自己
有機會駕駛而感自豪。他又憶述
駕駛該巴士初期，遇上一位輪椅
乘客，正值雨天，到站後得知乘

客沒帶雨傘，遂主動向對方借出
雨傘，翌日乘客的家屬竟到車站
向他道謝，又為他送上涼茶，讓
他感動萬分。
逾200名巴士迷昨日分別在行

程的站頭與巴士拍照留念，有巴
士迷稱提早4小時在總站等待乘
搭該輛巴士。尖沙嘴碼頭更有一
位18年前初次乘搭該巴士的輪
椅人士，特意前來見證它的退
役，依依不捨。

■■一眾巴士迷在中秀茂坪巴士總站一眾巴士迷在中秀茂坪巴士總站
與與ARTART11超低地台巴士拍照留念超低地台巴士拍照留念。。


